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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向张季直先生学习”
——香港《大公报》建国前夕有关张謇的一篇评述（上）
□庄安正

《大公报》香港版 1949 年 9 月 20 日和 27 日的
“旧闻新谈”
栏目内，
登载殳青先生的一篇《从张季直说起》，全文有 3000 多字。张季直，
即是被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盛赞为爱国企业家“典范”与“楷模”
的张謇先生。该文的主要观点为：
南通张季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出的人物，是中国企业界的
一位怪杰。他出生于 1853 年，卒于 1926 年。这 73 年间，正是中国内
忧外患交迫的时候，也是旧中国开始解体，逐渐踏上现代化的途程的
时候。季直的思想与行为，就一直顺应着这时代的要求。
季直抱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的心愿，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在荒漠的大地上，为中国民族
工业做开路先锋。这“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一开始就表现在大生纱
厂与通海垦牧公司两大事业的创立上。
季直的努力，并不限于企业方面，同时还兼顾到社会事业。在南
通这个小地方，从幼稚园起到大学止，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竟在他
一人策动与计划之下完全具备了。此外，他又创立了残废院、养老
院、盲哑学校、□□院、气象台与南通公园。不但如此，还有学校与社
团，像吴淞商船学校、震旦学院、龙门师范以及华商纱厂联合会、全国
农业联合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矿学会等，也都得到了季直的资
助与支持。这就是季直自 42 岁转变后，在 30 年的长期中所创办的事
业。试问在中国近代百年史上，除了他，还有谁凭着个人努力与奋
斗，
获致了这么伟大的成果。
季直自己没有资本，唯一的本钱，就是企业精神与社会的信用。
季直去世已经 22 年了，在这 22 年国民党的黑暗的统治中，民族工业
被打击被摧毁得一干二净，即使有季直这样抱负与理想的民族工业
家，也被窒息了。到今天，人民解放事业大告成功，那打击与摧毁民
族工业的魔鬼已临末日。面前摆着一条康庄大道，给民族工业家一
个绝好的东西驰骋的机会。在民族工业家骑着骏马往这条大路上奔
驰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向张季直先生学习，学习他的精神，学习他
的作风。如果正确的企业精神树立起来了，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培养
成功了，我相信不出十年八载，中国工业化的任务，是一定会完成的。
我之所以对《从张季直说起》感兴趣，首先在于作者对张謇人生
的定位与评述。张謇的人生阅历丰富，一生成就遍及许多方面，但作
者选择了将张謇归于企业界，评述重点放在甲午后放弃仕途投身“实
业救国”的经历上。先介绍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与通海垦牧公司“两
大基本”实业，随后介绍“面粉业、盐业、轮船运输业、铁工业、酿酒业、
渔业、果园业以及教育用品”等其他实业，再扩大为介绍包括教育在
内的种种“社会事业”。最后结论是张謇既是民族工业的“开路先
锋”，又是“中国近代百年史上”成就最大的“民族工业家”。
“试问在中
国近代百年史上，除了他，还有谁凭着个人努力与奋斗，获致了这么
伟大的成果”。今天研读这些文字，倍感作者定位准确，评述重点突
出又兼顾了其他，非常符合张謇百科全书式人生的实际情况，与当下
新闻媒体注重对张謇爱国企业家“典范”与“楷模”的评述，又遍及其
他方面十分契合。张謇实业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也是延续“民族工
业家”评述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问题，作者这样分析：
“季直自己没有资
本，唯一的本钱，就是企业精神与社会的信用”。何谓企业精神与社
会信用呢？作者分别概括为张謇“勇敢与忍耐的精神”，以及凭借对
股东与企业的“绝对负责”建立起来的“社会对他的信用”，并认为这
是张謇“发展事业的最可靠的资本”。事实上，
“信用”属于企业诚信，
也是一种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是现代意识与企业个性结合的一种群
体意识，张謇提倡企业精神在那个时代完全是一种创新行为。作者
敏锐感觉到张謇提倡企业精神的前瞻性与重要性，将它提升到了影
响张謇企业成败的高度。现在来看，作者这番穿越了 70 多年历史风
云的评述，丝毫没有陈旧感，相反仍很有生命力，加速培育张謇企业
家精神与张謇式企业家群体，正越来越成为企业界的共识与社会的
共同需要。张謇不仅在培育企业精神上率先垂范，还订立了企业部
门分工制度、会计制度、人事任用制度与办事章程细则等，用于推动
企业“走上了制度化的正轨”。作者指出，企业管理制度化，在当时也
“是空前的创举，这不但打破了已往的官僚作风，而且为后来的产业
界树立了富于企业精神的新作风的楷模。这些就是季直的伟大处，
值得后人学习”。上述几个方面，无一不证明了这篇文稿的价值与作
者的眼光，值得今天认真一读。
（作者单位：
南通大学）

50 年前的民兵演练汇报
□王茂华

1972 年 8 月 10 日，南通县兴仁区武装部组织全区民兵营长会议，
区武装部要求兴东农场（原兴东老飞机场）武装民兵排组织一个班，在
会议上作步兵班战斗行动的演练汇报。
接通知后，距演练汇报只有 10 天时间了，当时正处于大忙季节，
我们在全排民兵中传达学习了通知精神，确立坚决完成任务的指导思
想。由我担任演练汇报班班长，抽 6 名男民兵、3 名女民兵，共 10 人组
成步兵战斗班。我们利用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的时间，加班加点突
击训练。演练汇报的地点在兴仁中学的大操场。我们以操场旁边的
小树林为依托场地，进行了必要的地形地物设置，
反复训练。
正式演练汇报在会议结束之前的下午 3 时进行。参加会议的（含
兴仁中学的部分学生）250 多人，在操场列成工字形队形。我们头戴
用青草扎的伪装帽，手持步枪、冲锋枪和机枪不等，身背子弹袋、手
榴弹、水壶和挎包。除个人服装外，其他一切按部队步兵班士兵的
要求进行。我跑步至区武装部部长吴明高 5-7 步远的距离，敬礼后
进行报告：
“吴部长同志，兴东农场武装民兵排一班步兵班的战斗行
动演练汇报前准备完毕，是否开始，请指示，班长王茂华。”吴部长
下达命令：
“按计划进行。”我答：
“是。”我再向吴部长敬礼后迅速跑回
指挥位置。
可就在我下达演练汇报科目、内容、提出要求，进行简要训练动员
时，突然从高空中，也好像是从大地深层传来了沉闷而压抑的雷声，紧
接着，轰隆隆打来一串响雷，满天黑云，我预感到一场雷阵雨即将来
临。此时，我保持沉着冷静，心想，平时上级领导要求我们要从难、从
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民兵，这不正是从实战需要出发吗？哪有打
仗时就不会有天气变化的。我将计就计，在动员中增加了一句话：
“无
论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战斗任
务。同志们有没有决心？”
全班同志齐声喊：
“有。”
紧接着，全班按照演
练单兵、组、班；左梯形、右梯形、前三角、后三角；三打（打敌步兵、敌坦
克、敌飞机）、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等顺序进行演练。我们刚
开始做动作，雨网就向大地罩来，雷声脆响，由远及近滚过，雨声更急，
雨网越发紧密。同晴天训练相比，增加了很大难度，尽管如此，演练继
续进行。我想，如果参观的人走光了，也要把演练场当战场，坚持到最
后。就这样，我们克服困难，完成了任务。此时，全班同志一个个都像
泥猴子。整个参观队形仍保持原样，一动不动。不同的是，每个人的
衣服都淋湿了，脸上不停地滴水。只听吴部长大声说：
“你们演练汇报
得很成功，你们这种克服雷雨困难，从实战需要出发的练兵精神，要继
续保持和发扬。”
演练汇报虽过去整整 50 年了，但我终生难忘。

采访组向英雄连队赠送“钢铁阵地”匾牌。

与接受采访的一线官兵在露营的帐篷外合影留念。后排右二为作者

难忘啊，
南疆的热土（下）

□梁玉飞

在前线采访，我看到战士每人随身携带一
枚鸡蛋大小的手榴弹，
或拴在腰际，
或像项链一
样挂在胸前。大伙都叫它
“光荣弹”
。
起初还不明白个中道理，
事后方知这是一种
特制的手榴弹，
个头虽小威力极大，
爆炸开有 72
颗钢珠，人碰上它没有不丧命的。但是万不得
已，
我们的战士是舍不得用它的，
只有在危急关
头才用它与敌人同归于尽，
故称之为
“光荣弹”
。
说起“光荣弹”，自然就说到前线将士视死
如归的英雄事迹来。边防某团郭副政委介绍了
这样一位战士：
他名叫康玉明，
在战斗中英勇顽
强，先后毙敌 3 名。后来头部中了 3 发子弹，扑
倒在地，冲锋枪也掉在地上。一个敌人见他受
了重伤，
凶狠地向他扑来。康玉明猛然站起，
怒
目圆睁，
右手紧紧握住
“光荣弹”
，
就在敌人扑来
的瞬间，
他毅然扯掉拉火环，
与敌人同归于尽。
某边防团政委亓树杰也向我们介绍了该团
新战士鹿守林的事迹。1985 年 6 月 12 日，在出
击 221 高地时，班长负伤，鹿守林去给他包扎
时，敌人又打来一发炮弹，
小鹿奋不顾身扑在班
长身上，自己却身负重伤，腿被炸断。晚上 8 点
钟，
敌我短兵相接，交叉作战，
他趁敌不意，拖着
伤体往自己阵地爬行。当他爬到离阵地 3 米时，
被战友发现，
他兴奋地说：
“可到家了！
”
便昏迷过
去，
再也没有醒来。战友们看到，在他爬过的地
方，
草尖上，
石棱上，
洒下一道鲜红的血印……
记者在一些烈士的遗物中，发现了许多这
样的誓言：
“人的生命诚可贵，
祖国尊严价更高，
若为人民献身死，甘洒热血把头抛”
“甘愿吃尽
千般苦，
换来祖国万家福”
等等。从这些豪迈的
誓言中，我们看到了他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和
凶恶敌人的无穷力量，看到了他们的英雄壮举
绝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心中装着祖国和
人民，
是保卫祖国的崇高责任感在激励着他们！
列宁曾经说过：
“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
到底取决于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精神状态。
”
我们的战士都有明确而崇高的目的，从越南侵
略者手中夺回自己的国土，并为支持被其奴役
的柬埔寨人民重新获得民族的独立。所以，尽
管我们的战士初上阵地时，
也有过胆怯，
但在战
斗中，
个个视死如归。把守国门，
不被敌人的心
战策反手段所迷惑，不被敌人的金钱美女所引
诱，
更不被枪林弹雨所吓倒。我想，
我们生活在
大后方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前线战士的榜
样，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无论在对敌斗争
中，
或在对外交往中，
都应该自尊、自爱、自重。

爱，
毫不犹豫地献给那个崇高的名词——战友。
赵卫国，
这位边防某团的代理作训股长、西
安陆军学院见习学员的带队副队长，对这一点
有着切身感受。一次，他冒着瓢泼大雨去一线
哨所检查战斗戒备情况，一位战士正赤身裸体
蹲在小石洞里在放哨，
他看到赵股长，
很腼腆地
连忙抓件湿漉漉的军衣围住身子，然后从一条
石缝里找出两支用塑料纸包着的已经发霉的
烟，请赵卫国抽，还端出一碗水，热情地让赵卫
国喝。赵卫国接过烟和水，
两行热泪禁不住地夺
眶而出。作为一线指挥员，
他哪能不清楚，战士
在哨位上，
藏在天然石洞或石缝里，
晴天像待在
蒸笼里，雨天全泡在泥水里，蚊虫叮咬，浑身溃
烂，
衣服和肉都粘在了一起，
有的同志脱衣时揭
下来的是一层血肉，
只好光着身子蹲在洞里。而
且休息不成，
吃喝不上，
一天最多只能喝上一碗
水，
至于抽烟就更谈不上了。这两支发霉了的烟
不知这位战士留了多少时日，
他舍不得抽啊！赵
卫国连忙点上自己的烟敬给他。战士接烟的手
是颤抖的，
眼眶里同样噙着泪花。临别，
战士反
复叮咛：
“首长，
这里炮多，
你要小心呀！”
他把自
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却时刻关心着领导的安
全。赵卫国的心灵再次受到强烈震动，他紧紧
抓住战士的手，
哽咽着说：
“你也要多保重啊！”
打那以后，赵卫国的心和战士贴得更紧
了。每到一线哨所去，
他总随身带上一两条烟，
给战士们抽，
最多一天竟抽了四条烟。
至于在战斗中，危急关头把生的希望让给
战友，
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动人事迹，
我们听
说的就更多了。某部一机连的 6 名战士，在运
送兄弟部队负伤副教导员韦玉辉的途中，遇敌
炮火袭击，
他们一齐扑在伤员身上，
用身体挡住
弹片，6 名战士全部负伤。某部七连排长李明
贵，
在敌炮火袭击时，
用身体扑在战士陈洪宇身
上，4 处负伤。某连一班副班长岳新华等 3 人在
和部队失去联系后，3 天 3 夜粒米未进，口渴难
忍，
他在植被全被炸毁的高地上，
好不容易找到
一颗青草时，刚刚不知其味地嚼一口，忽然想起
了饥渴交加的九班长，马上把剩余的草带给九
班长吃。为了不使自己饥渴死去，能活着回来
把观察到的敌情带给首长，
岳新华取下钢盔，
接
下自己不多的小便，
润了润嗓子。
在前线采访，
我们漫游在战友情、官兵爱的
海洋里，
常常不知不觉掀起感情的波涛，
流出激
动的泪水，并且从心底呼唤这种崇高纯洁的战
友之情，
能够回到全军所有部队、全国各行各业
中来！因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明媚春天，多么需
要这种情爱弘扬光大啊！

炮火下的战友情

山中，
那一尊尊墓碑

到过前线的人或许都有这样的体会：战场
上的枪声，
能立刻点燃心灵中的爱与恨之火，
你
的感情便比平时千百倍地浓烈起来。当你与敌
人殊死斗争过后，
你一回头，
看着身边满是血迹
和汗渍的伙伴，
你会觉得彼此的心贴得那么近，
真是比亲兄弟还亲啊！你会随时捧出全部的

云南省麻栗坡县烈士陵园的墓碑之多，实
在令人吃惊。1985 年 10 月 24 日上午，我们一
行 5 人怀着崇高的敬意去凭吊革命烈士。陵园
依山而建，
四周英雄树环抱，
庄严肃穆。
拾级而上，
我们首先瞻仰了李海欣等全国著
名战斗英雄的坟穴和墓碑。接着，
来到一位排长

他们都揣着颗
“光荣弹”

那一刻（下）

□杨

的坟前。大理石墓碑下，
不知是谁，
留下了一包
香烟，
一瓶大曲，
还有一盒火柴，
一个酒杯。这使
我想起几天前战士们讲过的那个故事：
一位风姿绰约的苗族姑娘，爱上了边防某
部的一位参谋。临战训练紧张，他们没有约会
的时间。每当部队开饭，她装着在山上打柴的
样子，
远远地来看一看参谋住的帐篷，
偶尔接近
说几句悄悄话。一天，
她发现帐篷空了，
只留下
几位留守的战士。参谋随部队拔点作战去了。
两天后部队撤回，姑娘高兴地壮着胆儿来寻参
谋，可始终不见人影。她向参谋同帐篷的人打
听，大伙支支吾吾，哭丧着脸。姑娘明白了：心
上人已经阵亡。第二天，
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姑娘不由劝说，
加入了运送弹药的军工行列，
她
要用行动为心上人复仇。直至战斗结束，战士
们发现姑娘因劳累过度瘫倒在地。此后，足有
半个月，
她不思茶饭，
懒得梳理更不愿出门。忽
然有一天，战士们发现，她提着一包东西，踉踉
跄跄地来到烈士陵园，
沿着新树的墓碑，
挨个寻
找心上人的名字，
然后扑倒在一尊墓碑下，
啜泣
起来，
俄顷拿出那酒、那烟……
这是流传在战区的一个美丽传说，今天我
们在陵园得到了印证。其实，
我们看到，
在许多
烈士的碑前，
都摆着鲜花、烟糖等各式各样的祭
品，
这是人们对祖国忠诚卫士的缅怀。
踏着坎坷的山路，我们逐一看望熟睡在地
下的战友。这里的每个大理石墓碑，都是一尊
英雄的雕像，都有着一段英雄的故事。我细心
瞻读了上百篇碑文，主人公大多正值青春年
华。他们和所有同龄人一样，
对人生曾有过美妙
的神思遐想。但是，当祖国的尊严受到威胁，
需
要他们挺胸而出的时候，
他们没有半点胆怯和犹
豫，
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承担起祖国母亲的不幸。
他们刚涉足社会，
走向成熟，
就为国捐躯了，
带着
耿耿之志和拳拳之心长眠在离离青草之下。来
到战场，
与死神作伴，
每月只有五元钱的作战补
助，
还没有一个卖菜的小贩半天挣的多。现在又
身带千疮百孔，
赤条条离去，
许多人连个三等功
都没评上，
因为立功名额有限。而我们的战士全
然不顾这些。一个战士倒下之后，人们从他残
存的衣物中找到一份遗书，
他告诉爸爸妈妈，
他
牺牲后，
千万不要向党和人民提任何要求，
只希
望祖国人民能理解他们。想想这些年轻英雄的
情操，
我再一次深悟到人生的价值绝不是索取，
而是对祖国、对社会的贡献。个人任何自私卑
微的行为，
都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
烈士的墓前，
立着纪念的碑石，
像立着无数
的人群。到这儿来的人，都是这样的沉痛无
声。人们从烈士的墓地离开，
一个一个地离开，
我忽然觉得立着的碑石不见了，它也许立到每
个人的心里去了。这些英雄，作为胜利者牺牲
在战地，
他们践踏了死亡，
已把生命变得更加伟
大！正如一位业余诗作者所歌颂的那样：死亡
不属于你们/不属于我们/不属于大写的中国
人/于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明白了这里/是一排
排有生命的长城/是绿色的永恒……

谔

打磨
或起步时并无高明者指点，后乃遇高人，苦修而大
忽然想起上教育公开课前“磨课”的事来。有
成。何也？
磨课时间长达数月之久的：
一个班一个班地试上，
听
多巧必伪，因袭多浅，唯感于心而生之法必真
取众人意见，
力争无有瑕疵，
最后由执教者背下全部
而切。初学时技、巧不足，欲表达时遂自造相应之
教案，
如同打造
“样板戏”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
此等
法以应。天分足够者，所造之法凭直觉而成，本质
公开课，
无推广价值，
因为与教学实际脱节严重。
即是以自然天地为师。因物生法是一个体察自然
艺术作品也有打磨之说。如何打磨值得深
的过程，由表及里，又由里而外。前者是深入的分
思、慎思，必得保留作品之个性与特色，必得保持
析，找到隐藏在自然中的“艺术”；后者是总结和归
真诚、真实、锐气与天趣浑成，若牺牲以上数点或
纳，找到隐于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规律”。这一过
其中数点而去追求无瑕与工巧，必损作品元气、神
程，就是由技而道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无中生
气与生气，
乃买椟还珠之举。
有”
，
即是创造。
经过众人打磨过的不一定胜过原初。曾有一年
技艺非关艺术本质，但由此过程中而悟到的
轻设计师要我就三个徽标发表意见，
他最后告诉我： 道却是。
“你认为最好的风格鲜明生动的那个，
是我独立完成
寻找永恒
的；
其次的，
是我听了老总的意见后修改而成的；
最
书法艺术是通过书写美化后的汉字而产生的
差的那个，
是综合了众人意见后做的。
”
综合了众人
一门艺术，但显然不能把对汉字形式的美化看作是
想法后的作品，
显示出无所适从的样子。
书法艺术的终极目标。诗歌也由文字组成，
但诗中
“画符”
每个文字的本意显然会千差万别，
与一首诗的立意
常见画师画山水、花鸟，物象构图多因袭前人
大相径庭，
是诗人的思想让它们彼此协调合作，
以成
或重复自己。有极熟练者，下笔不假思索，物象类 “正果”
。以书法为例，
书家即使书写的是两组不同
于“符号”，所谓画画，实为“画符”。所成之画，亦
的文字，
只要机缘合适，
照样可以表达出相同或类似
“积木”
而已，
神、趣尽失。
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构成艺术的材料并不是
何也
唯一的，
无可取代的，
只有精神才是永恒的。
不少有力、独造、大成者，其学艺乃半途出家，
艺术的目的是寻找永恒。

“去蔽”
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审美对象，它所
呈现的“象”，应该比人们日常看到的自然状态下
的“象”更“真”。由艺术之“象”而生的“意”，也超
越于自然之象之上。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去
蔽”的过程，它通过对现实的揭示，引导人们去联
想、思考，撩开蒙在自然真象脸上的面纱。这个过
程就像吃螃蟹，
撬开硬壳，
剔除多余。
艺术鉴赏所要做的，是帮助欣赏者推开横亘
在自然真象与艺术真象之间的那扇门，走进真理
的殿堂，这也是一个“去蔽”的过程。艺术鉴赏表
面上是赏美，
实质是求真。
适宜
相对而言，
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更适宜于寄托画
者与赏者的人生趣向，
体现灵魂境界；
花鸟更适宜释
放性情、表达情感；人物画则适宜于教化，表达“三
观”
倾向。一些原本作为画中的
“道具”
，
现今上升为
“主角”的器物，如农耕的工具，生活所需的衣食等
等，
可称之为
“杂项画”
。这类画更适宜也能更灵活
地反映社会大千的变化，
以及丰富性与复杂性。
绘画汲取于自然，但不是自然物的复制。它
已逃离了普通意义的自然而自成一世界。绘画中
若无人类语义的寄寓，便不成其为艺术，又返回到
了普通意义上自然物的位置。

